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大学文萃26#人才公寓装修及室外附属工程已

由宁波市教育局以甬教计〔2019〕37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大
学，招标人为宁波大学，招标代理人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学校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大学校区内。
建设规模：建设面积80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
招标控制价：11124706元（含税价）。
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招标范围：屋面、内外墙、卫生间、室内涂料等装修，同时提升室

外广场、绿化、路灯等景观。
标段划分：本工程为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安全

生产许可证，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施工企业信用等级须为C级及以上；
3.4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不含临时壹级

建造师，临时贰级建造师按最新政策执行），（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具
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5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
3.6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内容应
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保函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

宁波市内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任一区域且保函
信息在有效期内；宁波市外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区或海曙区或
江北区或鄞州区，且保函信息在有效期内；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
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

人。预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
前“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
候选人资格，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京

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
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时间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如有遗漏，责

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须先办理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

安排表，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5.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要求由宁波网络投标
工具V7.4.1生成，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
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人
可提交备份电子投标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
交。

5.3投标人成功上传加密标书，但因系统故障无法读取时，方可调用
备份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须成功上传加密标书，否则，不予调用备份
电子投标文件），如均无法读取，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5.4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参加投标企业必须办理“电子密钥”
（CA 锁）。且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电子密钥”（CA 锁），并在“电子
密钥”（CA锁）上标明投标人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

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大学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574-87600084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66号创业大厦6楼618室
联系人：高工 电话：0574-88130810、15867849585

宁波大学文萃26#人才公寓装修及室外附属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P3302010000005015001

为保障 2019 年 S320 骆霞线北仑段（K29+461～K30+
237）段南幅大修工程施工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自2019年8月17日
起，对骆霞线K29+461～K30+237（东河塘路至长江路）路段
实施交通管制，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骆霞线 K29+461～K30+237（东河塘路至长江路）路段
南幅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借北幅机动车道1个车道和南侧辅
道保证西向东 2个车道通行，保留北幅机动车道 2个车道和
北侧辅道保证东向西 3 个车道通行，工期 3 个月，雨天顺延

（东河塘路交叉口和横河路交叉口短时封闭施工）。
请受交通管制影响的车辆和市民提早规划好出行线路，途

经该路段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
示安全通行。不便之处，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
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公路管理段

北仑区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8月12日

2019年S320骆霞线北仑段（K29+461～K30+237段南幅）大修工程施工交通管制公告

2019年秋季开放教育招生公告国家开放大学
（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宁波
广播电视大学举办的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 2019 年秋季招生工作
即日开始。报名者只需参加由宁波电大组织实施的入学水平测试。

一、招生专业
1. 专升本：行政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会计学、工商管

理、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商务英语、法学、汉语言文学、物流
管理、金融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广告学、工程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

2.高起专：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机电一体化
技术、会计、物流管理、建设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汉语
言文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
服务、数控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药学、护理、学前教育、英语、广告
设计与制作、传播与策划、金融管理、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社会工作、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
理、法律事务、小学教育、文秘、物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3.高起本：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会计学、学前教育。
二、学历文凭
修满规定学分，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

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给予电子注册。达到授予学位标准并符合有关规

定要求，可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证书。
三、收费标准：
学费：专升本每学分 110 元，最低毕业学分 72 学分；高起专每学分

100 元，最低毕业学分 78 学分；高起本每学分 110 元，最低毕业学分 140

学分。代办费：250元/学期/生，按实结算，多退少补；注册费：200元/生。

四、具备招生资格的单位：
宁波电大校本部：87220589、87201035

鄞州学院：88121079、87837837

余姚学院：62703755、62782233

慈溪学院：63919152、63919153

宁海学院：65206392、18067179930

象山分校：65766093

奉化分校：88959570、88913290

镇海分校：86370663、86267780

北仑分校：27698551、27698543、27698486

江北工作站：87570000、13957853790

招生监督电话：87210063

招生网站：http://www.nbtvu.net.cn

为保障宝瞻公路天童桥应急抢修工程的顺利实
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对宝瞻公路部分路段实施如下交通管制：

一、全天禁止车辆、行人在宝瞻公路 （童一村—
韩天线） 双向通行 （除区段内沿线单位、住户及施工
的车辆和人员外）；

二、全天禁止黄色 （含黄绿双拼色） 号牌机动车
在宝瞻公路 （鄞县大道—穿咸线） 双向通行 （除公交
车、旅游大巴车外）。受限机动车请绕行高速公路；

三、持有宝瞻公路通行证的货车在本公告实施期

间须遵守上述禁行管制。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

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

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鄞州区交通运输局

2019年8月11日

关于宝瞻公路天童桥应急抢修
施 工 期 间 的 交 通 管 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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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集体意识”在萌芽

样本家庭：朱萍 （海曙区段塘街
道南都社区居民）

分类感言：四年来，我感受到了
身边亲友、小区居民观念的变化，从
最初的怀疑、冷淡乃至拒绝和反抗，
到如今的理解和接受，垃圾分类的

“集体意识”正在萌芽。如今，宁波
已 擂 响 全 面 开 展 垃 圾 分 类 的 “ 战
鼓”，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将垃
圾分类定义为“新时尚”，这让我的
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新 闻 追 踪

NINGBO DAILYA6民生//广告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金晓东

从 2015 年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开
始，朱萍就冲在第一线，承担起义务垃
圾分类督导员的工作。近年来，她感受
到了身边亲友、小区居民观念的变化，
从最初的怀疑、冷淡乃至拒绝和反抗，
到如今的理解和接受，垃圾分类不再和

“脏乱差”挂钩，“集体意识”正在萌芽。

在社区见证分类意识
“升温”

四年前，朱萍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
场景——

当时的南都社区刚开始试点垃圾分
类，大部分居民都不清楚垃圾分类的具

体方式，更没有养成良好的分类习惯。遇
到投错垃圾的居民时，朱萍只能“厚着脸
皮盯着看”。“对方质问我为什么总是看
他，觉得一个陌生人守在垃圾桶旁，非常
奇怪。我只能耐心解释‘餐盒和餐巾纸不
属于厨余垃圾’，希望他尽量理解我的工
作，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类似的情形多了，身边的许多队友
都打了退堂鼓。“那段时间，不少人放弃
了。有的是家人反对，有的是觉得受人
冷眼不值得。”朱萍则咬着牙坚持下来，
她常常自我安慰“万事开头难”，只要带
头执行、坚持不懈，“五年后总能看到成
效的”。

令她高兴的是，心中的“五年计划”

四年后就实现了。如今，宁波已擂响全
面开展垃圾分类的“战鼓”，发布生活垃
圾分类指南，将垃圾分类定义为“新时
尚”，这让朱萍有了充足的底气。

今年 5 月，南都社区启动撤桶并
点，第一个开展工作的小区是百合园。
那段时间，朱萍几乎天天站岗守候，告
诉居民新的垃圾投放点在哪里，劝导他
们提前做好分类。“现在，社区的居民大
多认识我，会亲切地问好，耐心接受我
的劝导，还会在下雨天邀请我进家门避
避。”朱萍感慨地说，“几年来打下的基
础就起到了作用，大家的接受速度很
快，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相当顺利。”

此外，南都社区的楼道里也出现了
一棵课“垃圾分类树”，分散生长的“枝
桠”上张贴着一颗颗苹果，代表了该楼
道的每一户分类合格的家庭。“大部分
居民养成垃圾分类意识后，会自然带动
邻居们效仿跟进。我们会鼓励党员家庭
主动亮相，在分类树上额外张贴小纸
条，更好地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南都社
区书记姜吉波说。

习惯养成“新招”频现

由于较早开始试点，南都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的阻力相对较小，但仍有
很多固执的“分类钉子户”，需要精准施
策、巧妙破题。

朱萍所住的小区位于段塘街道，靠
近中心城区，居民基本上是宁波人，但
暑假期间仍会出现不少走亲访友、照顾
小孩的外地人。“他们的停留时间较短，
且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交流难度较
大，会出现一些垃圾乱投放的现象，劝
导的难度会大一些。”朱萍说。

南都社区的解决办法是挨个劝导，
集中做好这一小部分人的思想工作。但
在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集聚的城郊接合
部，光靠社区干部或村干部劝导，显然
是吃力不讨好的。

为此，集士港镇广昇村想出了一个
新办法，一方面将“垃圾的分类定点投
放”写进村规民约，另一方面与房东签
订协议，要求他们遵守农村垃圾分类房
东监管工作，成为租客们的“专职垃圾
分类督导员”。

这种“间接治理”的方式，效果令人
惊喜。以广昇村为例，绝大部分外来务
工人员都选择配合，约50%能做到准确
分类。为此，村干部们“趁热打铁”，与区
垃圾分类办配合组织房东参加农村垃
圾分类培训，每节课持续一个半小时，
以多种形式完成科普工作。

在宁波，还有很多垃圾分类习惯养
成的“新招”。

海曙区鼓楼街道开设了垃圾分类
“绿色银行”，可以在完成分类后兑换日
用品，同时组织“跟着垃圾去旅行”“有
爱换有害”“垃圾分类进校园”等宣传活
动，截至今年5月已举办160次。

专注智能回收的本土企业“太空
侠”则聚焦年轻群体的习惯养成。今
年 4 月，“太空侠”尝试将垃圾分类和
运动健身结合起来，既愉悦身心，又
创造社会价值。今年 6 月，该企业又尝
试以投递垃圾的形式探索精准扶贫
新路径，为贵州的孩子们完成心愿。

“我想让垃圾分类变成一件好玩的事
情，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参与。垃圾
分类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他们的认同至关重要。”该企业的创
始人祝元说。

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桂琳

激发垃圾分类的“集体意识”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公共

钢琴即将落地，放在公众场合的
钢琴安全问题如何保障？昨天，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给记者发来一份合
同书，为公共钢琴提供了“财产
一切险”“公众责任险”“特定场
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三种公益
保险，从钢琴落地之日起，保险
合同即刻生效。

在公共钢琴推进过程中，很多
接收公共钢琴的单位都担心，钢琴
损坏了怎么办？如果有小孩在钢琴
上磕着了、碰着了怎么办？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莫志蔚老人，曾经成
为公共钢琴落地的障碍。不久前，
太平洋产险宁波分公司有关负责
人得知此事后，盛情邀请莫志蔚老
人前去该公司考察交流，并表示愿
意提供有关免费保险，解除莫志蔚
老人的后顾之忧。

通过交流，太平洋产险宁波
分公司明确表示，将免费为公共
钢琴提供三份保险。其中“财产
一切险”是指钢琴财产损失险，
除了小修小补由售后服务单位负
责外，如果因为天气原因、使用
不当造成的较大损失，或者因盗
窃、抢劫、恶意破坏造成较大损
失，公安机关没找到相关责任人
的，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而“公众责任险”是指在公共钢琴
特定的区域内，如果发生意外事
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经
济赔偿责任。“特定场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在公
共钢琴场所范围内以及参加活动的来回路上的志愿者，
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

为了让弹钢琴的人和广大公共钢琴志愿者宽心，太平
洋产险宁波分公司在保险条款方面给予了很多关照，比如
取消了所有的免赔条款，并成立专门的项目服务小组，指
定了专门的负责人对接。该公司还表示将对公共钢琴志愿
者提供保险知识、风险管理、防灾防损、保险知识等专题培
训，以提高公共钢琴志愿者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防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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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版】“利奇马”步步逼
近，浙江沿海海面掀起巨浪。

8月9日12时，市防指启动防台
Ⅰ级响应！20 时 55 分，市气象台将
台风橙色预警升级为台风红色预
警！

8 月 10 日凌晨，市气象台的预
报大厅已经成为不见硝烟的战场。

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预报员们
紧盯着雷达图，全力追踪“利奇马”
的轨迹。台风登陆前后，大伙儿更是
进入全程临战状态，公共气象服务、
决策气象服务两头兼顾，台风监测、
应急响应、预报预警一丝不苟。

“做预报发预警的时间节点就
摆在那儿，容不得半点松懈。”已经
连续作战近 50 个小时的市气象台
台长刘建勇说。

党员靠前 逆风而行——

做最重要的承诺

百姓安危大于天。
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全市

党员干部、部队官兵、消防救援力
量、公安干警率先站了出来。他们逆
风而行，站在离危险最近的地方，在
前线践行最重要的承诺。

“决不让一户养殖户留在海塘

上。”宁海县越溪乡应急抢险小分队
立下军令状。

8月 8日傍晚，越溪群英塘风雨
大作，狂风吹得人站立不稳，暴雨打
到人脸上生疼生疼。“不到最后一
刻，养殖户是不会离开的。”了解养
殖户心理的群英塘管理所所长华模
斌说。

管理所工作人员和越溪乡应急
抢险小分队组成工作组，分头沿着
海塘对塘内的养殖户进行第二次地
毯式排查，并挨家挨户劝离。风雨
中，队员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
后一批养殖户终于顺利转移。

8 月 9 日下午，象山县雨势渐
大，在贤庠镇西泽码头至珠溪村 9.3
公里长的一线海塘，出现了 12 处沉
陷缺口。

险情就是命令！贤庠镇民兵紧
急集结，携带铁锹、编织袋等抢险器
材，封堵缺口、加固海塘。

海塘上，风几乎是赶着雨跑。
“快一点，再快一点！”民兵们扛着沙
袋疾步来回运送，经过 3 个小时的
奋战，完成缺口封堵工作，共填装沙
袋500余个。

姜山镇墙弄村党支部书记翁阳
明冒着狂风暴雨，与镇村干部分头
巡逻，查看容易进水的点位，沿途走

访危房户、低保户及外来务工人员
家庭……深夜，在抗台抢险一线连
续奋战近 20 个小时后，翁阳明突发
脑溢血瘫倒在办公室。

“利奇马”登陆后，纵贯浙江全
境。

疾风骤雨之下，公路塌方、电力
设施故障、通信中断、城区内涝等险
情灾情不断发生。

鄞州五乡明堂岙站降雨量达到
536.5毫米，受淹面积及受淹住户均
超过80%。

10 日早上 6 时，五乡驻地部队
和消防救援力量赶到灾情最严重的
沙堰村，并送来4台发电机。

宁波军分区的官兵赶来了，他
们卷起裤脚跳入洪水；中国电信的
员工赶来了，自发加入抢险救灾的
洪流，还送来250个充电宝和1台发
电机；中车办负责人带领员工志愿
者赶来了，主动担起抗台抢险的重
任；120 医务队赶来了，在洪水中一
站就是 3 个多小时……一名被解救
的老人说：“没有解放军，我就被洪
水冲走了，是解放军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

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迅速反
应，军地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
作。全市投入应急救援力量近 15 万

人次。
救援现场，井然有序；临时安置

点，灾民情绪平稳……台风呼啸而
过，虽然留下一片狼藉，但在四明大
地上催生了万众一心抢险救灾的动
人画面。

恢复生产 夺回损失——

做最坚强的后盾

台风过境后，工矿企业里，田间
大棚旁，围塘水面上，忙碌着灾后生
产自救的身影……

我市各级各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第一时间开
展灾后恢复工作。

“水稻被淹了一天两夜，产量会
受很大影响。我不怕，农技专家已在
来的路上了。”8 月 11 日中午，越溪

乡水稻种植大户应可省到他的稻田
里仔细查看稻苗情况，第一时间喷
洒农药，除菌减灾。

“阿婆，我来帮您！”北仑春晓慈
岙村损失惨重。100多户村民家中进
水，海口、海陆两个片区因水管爆裂
停水。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村里，
拿起扁担帮老人挑水，妥善安排村
民生活。

爱心企业斐戈集团的厂房因强
降雨出现渗水漏水。可当得知东吴镇
受灾严重，董事长施云代表集团当场
向东吴童一村捐款 10 万元，用于帮
助当地村民开展灾后自救互救。

灾情一日不除，队伍一日不散，
力量一日不减。城管、水利、公安、交
通、电力等部门通力合作，尽最大努
力排水、抢修，迅速落实各项防范措
施，确保城市正常运行。

拨云见日，柳暗花明，救灾行动
有条不紊推进：出动防疫小分队346
支1904人，完成消杀面积127万余平
方米；派出工作组、技术专家组，指导
工业、农业恢复生产；启动灾害保险
理赔，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目前已接到报案764547件，报损
金额58511.04万元……

截至12日晚，全市抢通普通国省
道3条、县道44条，因台风停电用户
全部恢复送电，通信全部恢复。

真情暖人心，风雨砺初心。
大灾面前，全市干群凝聚起敢

担当冲在前的磅礴动力。万千群众
守望相助，再一次展示出“爱心宁
波”的温暖底色。

“利奇马”已离去，在宁波大地
上，有序复产、重建家园的繁忙景象
仍在继续。


